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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障碍相关性的
多水平模型分析
顾亚明

徐方忠杨廷忠李鲁

【摘要】

目的探讨社会经济地位（ＳＥＳ）与社医人群心理障碍的相关性。方法利用浙江

省１５岁以上人群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（ｎ＝１４ ６３２），采用多水平Ｉｏ舀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拟合个体
ＳＥＳ维度（教育、收入、职业）和地理ＳＥＳ维度（居住地区）与心理障碍的相天性。心理障碍评定采
用ＧＨＱ－１２（分界值为３／４）。结果浙江省社区人群心理障碍的患病率为１８．５％（９５％ＣＩ：１７．９％一
１９．１％），略高于河北省的１６．７％（Ｈ＝４．３９，Ｐ＜０．００１）。年家庭人均收入、职业等ＳＥＳ指标与心理障
碍相关性较大；低收入组（相对于高收入组）ＯＲ＝３．４５。９５％ＣＩ：１．７２—６．６７；无业／失业组（相对于非

农业劳动者）ＯＲ＝２．０３，９５％ＣＩ：１．７３～２．４０；心理障碍在县（市）水平具有集聚性，但作用较小；教育
程度对心理障碍元影响。结论社区人群心理障碍与ＳＥＳ呈逆向梯度变化趋势，且主要与个体
ＳＥＳ维度有关，地理ＳＥＳ维度（居住地区）有影响，但作用很小。
【关键词】心理障碍；社会经济地位；多水平模型；一般健康问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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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经济地位（ＳＥＳ）指个人或家庭在社会中的
位置…，主要包括个体和地理两个维度池１，其中教育、

心理障碍呈正相关，而Ａｒａｙａ等一１的研究没有相关
性。这可能与ＳＥＳ指标的选择和测量、心理障碍的

收入、职业是衡量ＳＥＳ最常用的个体维度，地理维度

筛选方法、人群的结构和特征、样本所在的地区（或

常用居住地域表示。国外大量研究较一致地证实

国家）以及统计学方法等有关。对于人群心理障碍

ＳＥＳ越低，某些精神病发病率或患病率越高（即逆向

的筛选，一般健康问卷（ＧＨＱ）是国际上公认和使用

梯度变化趋势）ｂＪｌ，但对ＳＥＳ与心理障碍之间的关

最为广泛的评定问卷１８１，已形成多种语言版本和

系尚未达成共识ＨＪＪ，如Ｂｉｊｌ等№】研究显示低收入与

ＧＨＱ一６０、３０、２８、２０和１２等多种条目版，ＧＨＱ一１２中
文版因条目少、应答简单且具有理想的信度和效度

ＤＯ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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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十分适合礼区人群心理障碍的筛选阻ｎ１。在统计

鲁）；浙江省立同德医院（徐方忠）

方法上，教育、收入、职业等个体维度指标与地理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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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（居住地域）具有层次或嵌套结构（即地域聚集

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２月第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

·１７２·

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０，Ｖ０１．３ｌ，Ｎｏ．２

性），需要采用多水平模型探讨数据在各水平上的特

ＳＥＳ变量中职业为无序多分类变量，故直接以哑元

征和影响ｎ引。据此，本研究运用多水平模型对ＳＥＳ

形式纳入多水平模型；年家庭人均收入为有序多分

与社区人群心理障碍相关性进行分析，为相关决策

类变量，是以分组线性变量还是哑元形式纳入需依

和干预提供依据。

据对数似然比检验结果加以判断ｎ…，经检验有统计
对象与方法

学意义（Ｇ＝６．８８，Ｐ＝０．００９），以哑元形式纳入模型：
所有哑元变量以赋值为０的状态为参照组。教育程

１．调查对象：来源于浙江省１５岁以上人群精神

度用连续性变量（读书年数）表示乜１，以反映更多的

病流行病学调查¨列（２００１年９—１２月），抽样方法为

变营信息，但进行中心化处理¨２｜。以ａ＜０．０５为差异

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，共抽取１４县（市）７２个乡

有统计学意义。

镇（街道）１４２村（居委会），合计样本１５ ０００人。信
息的获取以家庭入户问卷调查（知情同意后）所得，

结

果

应答率为９７．６％，合格心理障碍评定１４ ６３２人。因

１．心理障碍的患病率：浙江省社区人群心理障

样本年龄结构、性别等人口学特征与全省资料近

碍的患病率为１８．５％（９５％ｏＣｌ：１７．９％～１９．１％），略高

似【ｌ引，未进行标化处理。

于河北省的患病率（１６．７％）［１引，ｕ＝４．３９，Ｐ＜０．００１。

２．心理障碍的评定：采用ＧＨＱ一１２筛选量表，按

从组别来看，心理障碍患病率较高的依次为离婚

照０－０一ｌ—ｌ评分法进行…Ｊ，总评分为０～１２，评分越

（３３．１％，２５．５％一４０．７％）、丧偶（３０．５％，２７．５％一

高，心理障碍问题相对越严重ｎ４｜。因不同地区的

３３．５％）、无业佚业（２９．１％，２６．４％一３１．８％）、低收入

ＧＨＱ一１２最佳分界值稍有不同Ｈ ５｜，采用杨廷忠等ｈ¨

（２８．９％，２６．２％一３１．６％）、独居及其他（２７．４％，

验证的３／４分界值，即ＧＨＱ一１２总分４分及以上为心

２４．０％一３０．８％）、文盲／半文盲（２５．０％，２３．３％一

理障碍病例。

２６．７％）、离退休（２３．２％，２０．７％～２５．７％）。与心理障

３．ＳＥＳ的评定：个体维度用教育、收入、职业替

碍关联强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职业、年家庭人均收入、

代，地理维度用个体所在行政区域（县市、乡镇、村）

教育程度、婚姻状况等（Ｐｅａｓｏｎ相关系数分别为

表示。因大量研究证实性别、年龄、婚姻状况、居住

Ｏ．１１０、一０．１０１、一０．０９１、０．０８３）。

方式等与心理障碍相关ｎ６｜，故将这些变量作为协变

２．ＳＥＳ对心理障碍影响的多水平分析：以性

量处理。变量赋值：性别（男＝ｌ，女＝０）；婚姻状况

别、婚姻状况、居住方式、医疗保险等变量作为协变

（未婚＝Ｏ，已婚＝ｌ，离婚－－－－－２，丧偶＝３）；居住方式
（－ｑ家人同居＝Ｏ，集体宿舍＝１，独居及其他＝２）；职

量拟合多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（表１），职业、年家庭
人均收入、受教育年数等ＳＥＳ指标与心理障碍相关，

业（非务农＝Ｏ，务农＝１，学生＝２，离退休＝３，无业、

但受教育年限对心理障碍的影响较小，ＯＲ＝Ｏ．９８

失业＝４）；医疗保险（无＝Ｏ，有＝１）；年家庭人均收

（９５％ＣＩ：０．９６～１．００）。为进一步分析教育程度（特

入［低收入（Ｏ～１０６７元）＝０，较低收入（１０６７～４９４０

别是文盲／半文盲）对心理障碍的影响，以哑无形式

元）＝１，中等收入（４９４０～２０ ０００）＝２，较高收入

纳入模型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及以上组与文盲／半文盲

（２０ ０００～１００ ０００）－－－－－３，高收入（＞１００ ０００）＝４］，其

组相比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（Ｐ值分别为０．６４８、

中１０６７元和４９４０元是浙江省当年的低收入和农民

０．６４９、０．２４９）。在职业分类中，无业／失业组和离退

年人均收入标准；教育变量为分类变量（文盲／半文

休组相对于非务农组分别为ＯＲ＝２．０３（９５％“：

盲－－０，小学＝ｌ，初中＝２，高中及以上＝３）或连续性

１．７３。２．４０）和ＯＲ＝１．８９（９５％ｃ，：１．５０～２．２０）；在家

变量（读书年数）两种类型［２】。

庭人均收入分类中，低收入组患心理障碍的可能性

４．统计学分析：采用二项分布正态近似法ｎ７３估

分别是较低收入、中等收入、较高收入、高收入组的

计心理障碍患病率的９５％ＣＩ，利用两样本率比较的／／

１．４７倍（９５％Ｃ，：１．２８—１．６９）、２．１３倍（９５％ａ：１．８５～

检验“７埘社区人群心理障碍患病率与河北省资料ｎ８］

２．５０）、２．５６倍（９５％ＣＩ：１．９６～３．３３）、３．４５倍（９５％“：

（１６．７％，ｎ－－２０ ７１６，１８岁以上）进行比较。多水平模

１．７２～６．６７），提示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降低，患心理

型的参数估计和检验¨引采用ＭＬｗｉＮ ２．０２软件，建立

障碍的町能性呈现梯度增加趋势。
由表１可见，数据的４个水平中，水平４（县市）

多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，水平分别为个体为水平ｌ
单位，村（居委会）为水平２单位，乡镇（街道）为水平

方差具有统计学意义（ｅ－－－－０．０４７），说明在该水平上

３单位，县（市）为水平４单位。在多水平模型中，

具有集聚性；水平３（乡镇）和水平２（村、社区）方差

坚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ｌｏ年２月笫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

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，Ｖ０１．３１，Ｎｏ．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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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统计学意义（Ｐ值均为０．２４４）。为进一步分析水

Ｆｒｙｅｒｓ等呦３综合评价了９篇欧洲ＳＥＳ社区大样本

平４中１４个县（市）对心理障碍的不同影响，利用

（ｎ＞３０００），低学历（７／９）、失业（８／９）、低收入（７／７，２

ＭｌｗｉＮ

２．０２进行残差分析ｎ州（图１），提示序号为ｌ、２

篇没有收入变量）等ＳＥＳ指标与心理障碍相关，但绝

和１３、１４等４个县（市）影响较大，其余残差无统计学

大部分ＯＲ值（与参照组对比）在２倍以内。与此对

意义；再蕈新拟合单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并与多水平
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比较。结果显示：职业和家庭

社区普通人群总体学历较低（２０００年全国第五次人

人均收入的各亚组ＯＲ值增减范围为１．４％～１４．１％。

口普查浙江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７年）、样本人群教

表１社区人群ＳＥＳ对心理障碍影响的多水平分析

育程度同质性较高有关。与欧洲报道相比，本研究

影响因素

参数值±５

固定效应

截距

ＯＲ值（９５％Ｃ１）Ｐ值

一

一

一１．２３２±０．１３７

ＳＥＳ变量

Ｏ．２９（０．２２～Ｏ．３８）＜０．００１

一

职业（非务农）‘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１．２６（１．１０。１．４４）＜Ｏ．００１

学生

１．２２（０．９４。１．５８）０．１４５

离退休０．５９５±０．０９８ １．８９（１．５０一２．２０）＜Ｏ．００１

无蚶失业０．７１０±０．０８４

“家庭人均收入”、“职业”对心理障碍影响更大，其原
因可能与欧洲具有较完善和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有
关，而国内精神卫生的可及性和公平性较差担“。这

一

务农０．２３０±０．０６８
Ｏ．１９６±Ｏ．０３４

比，本研究中教育程度无影响的原因，町能与浙江省

２．０３（１．７３—２．４０）＜０．００１

种情况下，人均收入指标更能体现个体的社会经济
地位，相比职业等其他ＳＥＳ指标对心理障碍的影响
就更明显。尽管存在这些差异，但本文与国外研究
相一致的是：心理障碍患病率随着ＳＥＳ（如人均收
入、职业）的降低呈现梯度增加。

年家庭人均收入（低
一

收入及以下）‘

一

一

２．地理ＳＥＳ维度与心理障碍的相关性：浙江省

较低收入

－－０．３９０±０．０７１

０．６８（０．５９—０．７８）＜Ｏ．００１

中等收入

－ｏ．７６４±０．０７７

０．４７（０．４０～０．５４）＜Ｏ．００１

较高收入

一０．９３ Ｉ±０．１３６

０．３９（０．３０—０．５１）＜０．００１

高收入

一１．２３９±０．３５２

０．２９（０．１５～０．５８）＜Ｏ．００１

指标后，多水平模型显示心理障碍在县（市）水平具

受教育年限

一Ｏ．０２０±０．００８

Ｏ．９８（０．９６。１．００）

有集聚性，但影响作用较小（Ｐ值接近临界值０．０５），

随机效应

一

一

Ｏ．０１０
一

水平４（县市）方差０．０７４＋０．０３ｌ

一０．０４７

水平３（乡镇）方差

—０．２４４

０．００９±０．００８

社区人群心理障碍患病率高的原因可能与人口学特
征、ＳＥＳ指标、地域背景等有关。控制个体水平有关

主要表现在：一是地域影响主要是由４个县（市）引
起的（图１）。经进一步了解，“县（市）１、２”的社区精

１．０００

神卫生服务覆盖水平较高，特别是“县（市）１”已有精

注：４为参照组；性别、婚姻状况、居住方式、医疗保险等为协变量

神卫生的地方法规，而“县（市）１３、１４”为山区且面积

水平２（村、社区）方差０

一

较大，精神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较差；二是与单水平
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相比，“职业”和“年家庭人均收入”
各组ＯＲ值增减范围为１．４％一１４．１％。国外报道旧’
２３］，居住地域对心理障碍无影响或很小；Ｂｏｙｌｅ等Ⅲ】
综述了大量文献后提出，居住地域对许多疾病的影
响作用在１％～５％。因此，心理障碍呈现普遍的低
ＳＥＳ聚集性，主要与个体ＳＥＳ维度有关，地理ＳＥＳ维
度（居住地域）的影响很小。对于ＳＥＳ与心理障碍问
水平４（县市）

图１多水平模型中“水平４（县市）”对心理障碍影响的
残差图（９５％ｃ，）

讨

论

的逆向梯度关系，目前主要有因果致病（ｓｏｃｉａｌ
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）和选择流动（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）两种假
说，但尚无定论，而Ｈｕｄｓｏｎ［２５Ｊ已初步验证为前者。
３．本文存在不足：虽然ＧＨＱ一１２对心理障碍的
评定具有应答简单、具有理想的信度和效度等优点，

１．个体ＳＥＳ维度与心理障碍的相关性：控制水

但它毕竟不是“金标准”，且不同地区最佳分界值会

平变量（本文为“县市”）和其他相关协变量后，职业、

有变化¨引。Ｍａｇｉｎｎ等乜６］提出采用特异度和灵敏度

年家庭人均收入、受教育年限等ＳＥＳ指标与心理障

对ＧＨＱ病例（阳性率）进行调整。此外，本研究是一

碍相关，特别是“人均收入”比“职业”的影响更明显，

个横断面研究，难以判断ＳＥＳ与心理障碍因果关系

但“受教育年限”对心理障碍的影响较小（教育程度

的时间先后顺序。而心理障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

无影响），“职业”与“年家庭人均收入”无交互作用。

的结果，需要从总体结构上研究多维网状病因结构

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２月第３１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０，Ｖ０１．３１．Ｎｏ．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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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，虽然极个别学者利用结构方程模型（ｓＥＭ）进
行尝试怛纠，但ＳＥＭ是一种验证性的思维方法和分
析技术心引，需要事先形成符合理论和逻辑的病因结
构路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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